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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味亚龙湾

海滩的夜，是宁静而舒适的，坐在躺椅上，手捧大椰子，喝着椰子水，听着浪涛的声音，有种很

悠远的感觉，忘却烦恼，忘却工作，甚至会忘却自己的存在，仿佛人是蚂蚁般大小的生灵，在宇

宙间穿梭，爬行，在海边，总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所以会被大海所降伏。非诚勿扰2中的青山翠谷

，花园小径，海景木楼和舒淇赤脚走着的吊桥都是出自这里。

看完电影，随着我们的攻略来了解一下亚龙湾吧。预订鸟巢推出的度假套餐，你可以悠闲的去森

林公园的兰花谷走走，去雨林登山道，体验雨林文化的精髓所在，去山顶公园看看黎苗风情表演

，登上南海第一楼“沧海楼”。 

(图片由网友 @氢气球的球  提供)

                                                 3 / 3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25&do=album&picid=44773


�������

亚龙湾攻略
  

二、亚龙湾在哪里

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8公里处，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7.5公里，是海南名景

之一。亚龙湾沙滩绵延7公里且平缓宽阔，浅海区宽达 50-60米。沙粒洁白细软，海水澄澈晶莹，

而且蔚蓝。能见度7-9米。海底世界资源丰富，有珊瑚礁、各种热带鱼、名贵贝类等。被誉为“天

下第一湾”。

亚龙湾集中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阳光、绿色、新鲜空气于一体,呈现明显的热带海

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冬季海水最低温度22度，适宜四季游泳和开展各类海上运动。

这里海湾面积达66平方公里，可同时容纳十万人嬉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

如今，亚龙湾已经美名远扬，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品牌。在国内，选择亚龙湾度假已是一种

时尚，这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舒适完善的旅游度假设施和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已成为旅游者

向往的度假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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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龙湾景点

   

1、亚龙湾中心广场

有高达27米的图腾柱，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

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交通：步行可到

门票：53元/人

   

2、亚龙湾贝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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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席总指挥  提供)

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心广场，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是国内首家以贝壳为主题，集科普

、展览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展馆。在展览厅里，分五大海域展

出世界各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贝壳300多种，有象征纯洁的天使之翼 海鸥蛤、著名的活化石红翁

戎骡和鹦鹉螺等等。游客在曲径幽深、典雅自然的展厅里参观，仿佛沉浸在蓝色的海洋世界里，

在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激发人们 热爱大自然、保护海洋的情感。

门票：

成人56元，儿童28元

8:00至17:00

交通

公交：乘海口至三亚的省直快车，再乘中巴至目的地。

自驾：三亚市出发1. 从新风街向西方向，前往三亚河东路 97 米 2. 在三亚河东路向右转 750 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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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转，继续沿三亚河东路前行 1.2 公里 4. 在1路口向右转，朝迎宾路行进 1.3 公里 5.

从环岛的2出口上223国道 经过 1 个环岛 11.3 公里 6. 继续前行，上亚龙湾路 3.9 公里 7.

从环岛的3出口驶出，继续沿亚龙湾路前行 2.5 公里 8. 向右转 600 米 9. 向右转 1.0 公里 10. 向左转

260 米 11. 向左转 270 米 12. 在1路口向右转 49 米 到达景区。

   

3、亚龙湾蝴蝶谷 

(图片由网友 @氢气球的球  提供)

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北部。走进蝴蝶状的蝴蝶展馆，只见眼前色彩斑斓，在5个展室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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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珍贵的喙凤蝶、金斑喙凤蝶、多尾凤蝶和高山绢蝶等，巨型翠凤蝶、猫头鹰蝶、银辉莹凤蝶

、太阳蝶、月亮蝶等世界名蝶历历在眼，人们不禁为大自然的精灵赞叹不止。

出了展览厅，步入巧妙利用热带季雨林的自然植被环境建成的大型网式蝴蝶园，这里热带特有的

古藤，造型奇特而优美的榕树、著名的龙血树、生命力极强的黑格、 厚皮树等，在野花和人工配

置的鲜花相映下给人以温馨静谧的感觉，汩汩的溪流拌着游人款款地穿谷而行，彩蝶翩飞，让人

流连忘返。

蝴蝶谷门票：31元/人

① 景区开放时间：7：30—18：00 取票地点在蝴蝶谷售票处

② 儿童票：1.3米以下免票 ， 1.3米以上凭学生证半票。

③ 预订老年票（70岁以上）、军官票须凭证免票；教师证半票；本地居民凭身份证半票。

   

4、亚龙湾森林公园－非诚勿扰2外景地

亚龙湾森林公园

门票175元

① 景区开放时间：8：00—17：30

② 儿童票：身高1.2米—1.4米之间购儿童票90元，1.2米以下免票

③ 老人60岁---70岁持身份证 90元

，70岁岁以上持身份证免景区门票（仅限海南），入园乘坐游览车，需购40元/位的游览车票。

④ 其他（如军官证，记者证、革命伤残证等）凭证件免景区门票（仅限海南）；入园乘坐游览车

需购45元/位的游览车票。

非诚勿扰2电影寻踪 

                                                 8 / 30



�������

亚龙湾攻略

(图片由网友 @首席总指挥  提供)

江龙索桥，《非诚勿扰2》宣传海报上葛优远远的看着光脚走着的索桥就是森林公园鸟巢度假村内

的过江龙索桥。全长168米，最高处距山谷地面40多米，桥上挂满了红丝带，丝带上面都是游客的

许愿，据说过江龙索桥又称情人桥，天下有情人走过此桥把情人的名字和您的愿望写在丝带上，

定能愿望成真。过江龙索桥头的烟波亭，又称“林子仙子”。烟波亭建筑在两棵巨榕之间，远远

看去像在是悬挂在两棵巨榕之上。跟您的爱人在烟波亭的榕树间静静的喝上一杯咖啡，听着山间

的鸟儿鸣叫，微风轻轻的吹过，这一刻您一定会有在你爱人肩上睡上一会的冲动。

峭壁天池，峭壁天池位于鸟巢西区，悬挂在山间巨石之间，您来鸟巢了，除了要去走一走过江索

桥，还一定要去峭壁天池游一会，不会游泳的，你都得去那看看，趴在泳池的边上看着远方的海

湾，看着泳池下方的大树，你会发现你是在树尖上嬉水，要是夜间，看湾内灯火通明，躺着数天

上的星星，偶尔飞过的莹火虫，一定会让你喜出望外。

其它

森林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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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森林植被类型为热带常绿性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有着丰富的多样性，植物133科 1500余

种。森林结构复杂，季相变化多姿多彩。（主要树种：高山榕、美丽梧桐、白茶、闭花木、藤竹

、不老松、桃金娘、海南苏铁、青梅、海南黄檀、细青篱

竹、岭南山竹、海南栲、羽叶金合欢、过江龙、钩枝藤）

野生动物景观

园区有哺乳类动物30余种，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60多种，鸟种100余种。（主要有：野猪、猕猴、

蟒蛇、小灵猫、变色龙等。这里还是蝴蝶王国，分布着20多种色彩缤纷的蝴蝶）天象景观 龙头岭

上观海上日出，绚烂壮美。而主峰不论观日出还是看日落，都别有一番景致；各岭还常见云海、

雾障从海天之际扑面而来，人在云中，飘然欲仙。

海景奇观

海景奇观——“天下第一湾”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在亚龙湾题词：“天下 第一湾”。今天亚龙湾

已闻名于全世界，是中外公认国内最顶尖、无愧于“天下第一”盛名的海湾，在世界上已与夏威

夷、巴厘岛、普吉岛、坎昆、黄金海岸等顶尖

海岸齐名。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便是坐拥“天下第一湾”的热带...

人文景观

西园六道岭向南延伸至滨海的山岭为虎头岭，其一角称“白虎角”。而红霞岭向东南延伸的山脉

称“亚龙岭”，至滨海一角称“亚龙角”，应合了中国传统“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理念。

地文景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主峰红霞岭海拔450米，峰顶有一组天然巨石，整体形象酷似一座巨大

的弥 勒大佛正在双手合掌闭目打坐修炼，而怀中的一棵歪脖子大榕树犹如龙头拐杖，栩栩如生。

当地村民自古以来将该石视作山神而顶礼膜拜。此景观在主峰正南半山乃

至海滨一带观赏形象效果极佳。在此处仰观云天、俯瞰大海，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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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三亚市区游客可搭乘旅游专线到亚龙湾加油站口下车

三亚市区乘坐出租车至亚龙湾约40元（单程）

三亚市租车游玩往返约200-400元

公园游览线路

1、雨林登山探险游览线。东区的西大门为起点，沿途经过飞来石、长舌妇石、盘龙洞、荔枝园、

望山石、围凤桥、野象桥、飞龙桥、野象石、飞龙溪畔、牛背石、河马石、独石桥、石巷、巨榕

抱石、穿空索桥、雨林栈道、半山观景平台、红霞石、丛林幽径、擎天石、防空洞、空山亭等。

最后达到主峰亚龙山顶园区和大佛石。全长包括支线约8公里，以石阶、木栈道为主构成具有一定

体力强度、一定探险历奇意义的游步道，观赏植物、赏玩奇石、攀岩健身、历险探幽、登高远眺

、感悟自然，适合挑战自然、挑战自我的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群。

2、山海林天景观游览车行线。以西大门为起点，乘坐观光车，沿围凤岭、逐鹿岭、飞龙岭山腰、

山脊盘旋而上直至红霞岭主峰。停靠逐鹿岭驿站观赏揽胜台、烟波亭、过江龙索桥，在猴子山观

赏峭壁天池、千里亭，在飞龙岭有浪淘沙泳池、山海亭、林天阁等，在红霞岭半腰处有天外天观

光台等，最终同样达到主峰亚龙山顶峰园区。该游览线暂开放8公里，各景观景点均居高临下，处

处有着海阔天空、凭海临风的意境，景色美仑美奂、壮丽无比。该线合适时间紧凑的观光游客、

希望轻松欣赏大自然美景的休闲游客和体力稍差的人群。同时，逐鹿岭有越野探险俱乐部，猴子

山和飞龙岭有鸟巢木屋，作为公园中的休闲度假产品，极具特色。

上述两条游览线路汇合于山顶公园。该区域既有天然胜景大佛石、热带雨林，又有融合中国传统

龙文化的云霄飞龙大型铜雕、沧海楼等，还有古朴的商业天街、幽雅的海阔天空茶道、把酒楼、

天际线泳池、太阳石养生阁、桑田水景等，使你在一路风尘、登上绝顶之后得到放松、休闲，更

能让你再细细地品味亚龙湾、品味大海、品味人生。

   

5、亚龙湾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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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席总指挥  提供)

在三亚玩水上运动真得很过瘾。你想蓝蓝的天下面是蓝蓝的海，在海天之间你一会奔驰一会飞翔

是不是会有一种“海阔凭鱼跃”的感觉。当然选择水上运动的地

方也很重要，其实离位处亚龙湾中部的海底世界就很不错！ 海上摩托艇：马力强劲，操作简便，

一般仅靠油门控制速度的快慢或停止。可由游客自已操作，也可

由工作人员驾驶带游客在海上飞驰。

快艇：马力更大，速度飞快，由专业驾驶员担任，游客在坐舱里观看大海或岛礁。

拖曳伞：极富刺激性的海上运动。客人由工作人员帮助穿好降落伞，客人和高速艇有拖绳相连。

艇启动时，客人助跑，高速艇加速，穿着降落伞的游客因空气阻力而升空，最高可达20米。艇在

海上按规定航线转一圈后，回到岸边减速，客人徐徐降落。

海上垂钓：分远海钓和平台钓。前者由项目单位提供鱼竿和饵料，客人穿好救生衣，乘快艇出海

在陪钓导游指导下进行；后者由快艇送游人上平台船，游客在平台上垂钓。

帆板：正式列入国际体育比赛的水上活动项目。对爱好者提供培训及器材。

观光潜艇：位于三亚市大东海的“航旅一号”观光潜艇可让游客通过闭路电视看到海底景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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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下行程50分钟左右。

半潜式海底游船：位于三亚市亚龙湾。可下潜1。7米，游客通过座位旁的玻璃钢窗口可观海底珊

瑚和热带鱼群。整个海底观光行程约1小时。 

直接潜水浮潜：向每个客人提供一套潜水镜、呼吸管、脚蹼和救生衣，由浮潜导游讲解有关知识

和注意事项后，和浮潜导游一起下水观光，主要活动在1-3米的浅水区。

水肺潜水：游客穿戴专门的潜水衣和潜水设备，由教练培训约半小时，携带压缩空气瓶，在潜水

教练带领下潜入海底。下潜深度4-15米不等。

夜潜：和白天潜水所不同的是配备专门的手电筒，在夜间的海底潜水更神秘、更刺激。

海底漫步：配戴供气的防压头罩，由教练陪同顺着游船直通海底的水梯走到4-5米深的海底珊瑚周

围。整个行程约20-30分钟。

海上活动地点：亚龙湾海滨浴场、亚龙湾海底世界、大东海、西岛、天涯海角景区、蜈支洲岛景

区、海口市假日海滩、文昌东郊椰林百莱玛度假村等

交通1、三亚去亚龙湾的班车有102路泰和旅游公交专线车。2、可乘去三亚市东部田独镇的普通中

巴车，然后再搭乘“风采车”或“摩的”抵达。3、包租一辆出租车，行驶25公里左右即可直接到

达亚龙湾，路面全是水泥大道。

门票

大门票：200

玻璃观光船 ￥200         

快艇观光 ￥80     

远海开放水域潜水 ￥480         

珊瑚礁精品潜水 ￥380     

摩托艇     ￥180     

海底世界半潜观光 ￥260         

海上sunday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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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攻略
  

四、门票

亚龙湾门票说明

亚龙湾有门票。但是其实你可以从亚龙湾的任何一个酒店大堂大摇大摆穿堂而过，来到中国最美

的海滩，不用花钱。

要收费的地方是：

亚龙湾广场53元/人，蝴蝶谷31元/人，两个景点的套票69元/人

海底世界200元，森林公园1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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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娱乐

娱乐费用：（参考价格）

1.坐船，100元（另加30元教练费）。游泳，租游泳圈10元、小时。

2.沙滩排球，每小时20元

3.租沙滩椅，每小时15元

4.脚踏船，一艘80元，海上漂浮80元。滑翔机480元

5.潜水388元

Tips ：海上运动项目众多，有多种套餐选择，不同选择收费不一样，最好先问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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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

   

1、先到三亚

一、机场

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是海南南部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位于三亚市西北14公里处，西距天涯海角风景

区5公里。目前已开通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港澳、西安、乌鲁 木齐、重庆、成都、贵阳、

桂林、哈尔滨等地的航线，与境内外63个城市通航。国际到达的旅客中，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

的公民持普通护照在海南口岸可以办理 “落地签证”，同时，对部分国家的团体旅客。 

1、经济路线——机场公交

三亚凤凰机场已经开通机场到市区的公交专线8路，可从三亚大东海东站直达机场，运行时间6：0

0-23：00，每隔10分钟左右一班车，机场乘车站点在国内候机楼正前方的公路边。收费标准：大

东海－机场5元/人；市内－机场4元/人。

路线及站点：大东海东站－榆亚路－潮见桥－三亚大桥－解放路－光明路－三亚湾路－红太阳酒

楼－海虹路－机场路站－凤凰机场站

2、机场巴士

在机场出口处乘坐，可以到达三亚市内、大东海和亚龙湾。机场发车根据航班情况随机发，只要

有航班到港就有民航巴士在等候（正常情况下末班车时间为00：30）。市内、大东海、亚龙湾到

机场的时间及乘车站点见三亚凤凰机场巴士站点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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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A线：凤凰机场－大东海

全程票价15元，车程45分钟左右。

线路：山海天大酒店－宝宏龙都酒店－银泰度假酒店－珠江花园酒店－南中国大酒店－林达海景

酒店－嘉宾国际酒店－丹洲小区－凤凰国际机场

机场B线：凤凰机场－三亚湾－市委（鸿洲埃德瑞酒店）

全程票价15元，机场到三亚度假村10元。

鸿洲埃德瑞酒店－天成商场公交站台－月川桥公交站台－东方海景大酒店－碧海蓝天酒店－三亚

度假村－椰林滩度假酒店－天福源度假酒店－三亚海航度假酒店－凯宾斯基度假酒店－凤凰机场

3、机场出租车

机场到市区大约25分钟，车费40元左右；到大东海27公里，40-50元；到亚龙湾50公里，80-100元

；到三亚湾距离相对较近，根据距离情况10-30元不等，可与司机谈好价格。如果想途中观海景可

让司机走滨海路。

4、机场贴士：打的攻略

在三亚机场打的，除非是航班到达时间很晚，否则第一选择是到机场二楼的送机楼搭乘来送人的

顺风出租车回去；其实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全国通用，一般来说 一楼出站口的那些出租车要价都会

比较贵，至于为什么就不多讲了，二楼的出租车都是从市区或其他区域来送人的，而且机场的保

安是不允许二楼的出租车停留过久

的，常常会催赶他们快走，因此与其空车返回倒不如拉客就走，价格上的余地就比较大了；

实在不行，如果行李不多的话，可以直接走出机场到有路灯的转盘那里，常常会有等客的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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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比一楼的要价便宜些；

在机场也有来送人可以拼车分摊车费回去的，但是鉴于安全上考虑，如果不太熟悉情况的话还是

尽量不要了；

二、火车站

三亚新火车站位于市郊荔枝沟，市区乘坐204路公车可到。票价1元/人。还可乘坐出租车前往，市

区到达火车站的车费一般在10-15元以内。

目前已开通三亚至北京西、上海南、广州等地的直达班次。从海口火车站出发，可乘火车前往三

亚，一般上午发车，但车次较少。行程约四小时。外国游客也 可选择经由中国北京、上海乘坐直

达三亚的快速列车进入三亚。上海至三亚列车全程36.5小时；北京至三亚全程35小时；广州至三

亚全程15小时。

小贴士：火车一路穿越海南西线，沿途可领略西线一带热带原始森林的雄伟壮观，也可远望海景

。

三、长途客运

海南的东线、西线高速公路由三亚、海口两地开始呈环型沿海而建，形成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中

途支路四通八达，连接陵水、万宁、琼海等所有市县，全程免收过路过桥费，路况极佳，沿途风

景如画。

海口—三亚

非自驾车游客可到海口汽车南站搭乘直达三亚的豪华专线巴士，车程3小时20分钟。（20:00前平均

每20分钟一班，20：00-23：00每半小时一班）。

四、自驾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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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经由广东淮安通过轮船接驳到达海南省会海口，再经过东线或西线高速公路均可到达。东线

路况好、行程时间短、旅游资源较丰富，建议选择东线。

贴士：根据最新规定，东线高速公路机动车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处50元罚款，超过规定时

速的处二百元罚款(扣3分)，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处一千元罚款，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扣6分)。

三亚市汽车总站：

位于三亚市中心，繁华闹市，解放二路16号，左右侧分别为旺豪超市和三亚市步行商业区街，交

通便利。多路公交车如2路、4号、7路、10路等均经过。市区内打的在5-10元左右。

总站每天有三亚发往全省各地的长途班车，每20分钟就会有一趟发往海口的专线快车，豪华巴士

票价为79元，普通巴士票价为49元。还有发往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份的长途客车，每天

约为20个班次。发车时间：早7：00--晚23：00

汽车总站问询电话：0898-88272440。

五、码头

选择搭乘邮轮进入三亚，是最舒适、惬意的一种旅游方式，意大利歌斯达邮轮公司、香港丽星邮

轮集团均开通了香港——三亚——越南的不定期船次，抵达三亚凤凰岛邮轮码头。凤凰岛四面环

海，其南面是鹿回头和南边岭，且人工岛靠近三亚市区，凭借跨海大桥闹中取静。

乘公交9路车终点站既可到达凤凰岛邮轮码头。也可打的前往，市区至凤凰岛的车费在5—10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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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到亚龙湾

 打车机场至亚龙湾大约90元，大东海——亚龙湾约40元，从亚龙湾的仙人掌——希尔顿约10元

。从三亚市区去亚龙湾可以乘坐泰和驴友巴士，全程票价5元。或包租一辆出租车，形式25千米直

接到达亚龙湾，路面全是水泥大道，车费大约50元。

  天涯海角至亚龙湾专线巴士，是三亚开通的旅游专线双层观光巴士，路线：亚龙湾——大东海

——三亚湾——西岛——天涯海角，10分钟左右一班，每天早上最早 7:15左右从亚龙湾发车，晚

上最晚7:00左右从天涯海角返回，行程约70分钟，以观光速度开行，票价8元（亚龙湾—天涯海角

），由三亚新国线公司运 行，联系电话：0898-88245067，另外还可以乘坐去三亚市东部田独镇的

普通中巴车，然后再搭乘“风采车”或者摩的。

市区—亚龙湾

泰和公交车：每隔30分钟一班，西站—市委—大东海—田独—亚龙湾，票价5元。

双层观光巴士：首班06：00，每半小时一班，末班18：40。单程车费：10元/人。

还可以乘去三亚市东部田独镇的普通中巴车，然后再搭乘“风采车”或“摩的”抵达。

最简便的办法是包租一辆出租车，行驶25公里左右即可直接到达亚龙湾，路面全是水泥大道，车

费大约30-50元。

亚龙湾内各酒店及景点之间的交通目前尚未开通，如需去下榻酒店附近观光，可租用酒店自行车

或乘出租车，具体价格可向入住酒店咨询。

   

3、三亚岛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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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租车

三亚出租车车身为蓝色，车型多为大众捷达，东风雪铁龙、东风富康。起步价为2公里5元，2公里

后每公里2元，超出市城区20公里以上回程空驶费每公里1元，等候费每10分钟2元，十一、春节黄

金周期间每车次加收5元。

三亚的出租车很多，也很方便，不要打表5元就可以到达中心城区的任何地方，但到景点的价格是

要和司机商量的（现在已经规范些了，普遍打表）。

机场——亚龙湾：单程80—100元

亚龙湾——市内：单程25—40元

亚龙湾——南山寺：单程大约100元

亚龙湾——天涯海角：60—70元

亚龙湾——蜈支洲岛：往返50元

大东海——亚龙湾：单程大约40元

市区内各处（包括去大东海）5—7元

小贴士：1、碰到硬拉客人的、推荐吃住地点的出租车不能上当；

提醒：

坐出租车一定要注意砍价，一般都能砍下来。关键要会算车费——1公里1元。比如市区到亚龙湾2

4公里，差不多可以还价到25元。市区到南山40公里，最低40元。这个参考值，差不多是三亚普遍

的最低价格了。

二、公交车

三亚市内有十多条公交线路，运营的时间基本在早6点到晚11点左右，票价实行分段收费，1—4元

不等。另外，私营的专线中巴也很多，不少酒店（度假村）还有开往市区和景点的免费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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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方便。

旅游专线双层观光巴士

观光巴士上层为敞棚，下层有空调，6：00—19：40（1小时一班），票价8元。

运营线路：亚龙湾假日酒店、田独、大东海（瑞海广场）、下洋田、美丽之冠、金鸡岭路（法郊

法院）、兰海花园、东方海景酒店（西站）、绿海田园（咖啡时间）椰林滩大酒店、西岛码头、

爱心大世界、天涯海角。

新国线旅游公交

线路全程57公里，共设有20部空调大巴车，每隔十分钟发车，分站售票，全程18元，运营时间为6

：00—18：00。

运营线路：大小洞天、南山、天涯镇、天涯海角、西岛码头、海航酒店、天福源酒店、椰林滩酒

店、华源酒店、三亚渡假村、兰海城市花园、胜意海景酒店、红太阳 酒楼、总站市场、水利大厦

、市中医院、创业大厦、市政府、美丽之冠、下洋田、夏威夷大酒店、大东海广场、东站、御海

楼、南都国际大酒店、豪门山庄、奥林匹

克射击中心、红沙、田独、六盘村、亚龙湾中心广场、希尔顿酒店、海底世界、蝴蝶谷。

三亚最新公交线路

市区—亚龙湾

泰和公交车：每隔30分钟一班，西站—市委—大东海—田独—亚龙湾，票价5元。

双层观光巴士：首班06：00，每半小时一班，末班18：40。单程车费：10元/人。

市区—天涯海角

可在汽车西站乘坐去天涯海角或乘南山的中巴车在天涯海角下车，票价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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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南山

可在汽车西站乘坐去南山的中巴车，票价4元。

三、自行车

在三亚许多酒店和旅游公司都设有自行车出租服务。游客可三三两两，骑上单人、双人自行车，

徜徉于迷人的三亚风光中。租金在二十到一百元不等。自行车多为铁制，所以最好不要沾上海水

，容易生锈。如果不小心沾上，要及时擦干。

三亚湾——租双人车，酒店价格是40元/2小时，家庭旅馆较便宜，大概是20元。

亚龙湾——如在假日酒店租车，60元一小时。假日的会员可以免费使用一小时。环球城租金是全

部度假酒店中最便宜的，30/1小时，单人的是20/1小时。另外租半天车要比按小时租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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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在亚龙湾

   

1、非诚勿扰2里的鸟巢度假村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的鸟巢度假村依循山岭骨架，顺势根石脉络。午后清风流转，林间虫鸣

鸟语，极目抒怀，拥抱清澈的光泽，呼吸纯净自然。

在《非诚勿扰2》的海报上舒淇赤脚走在过江龙索桥上，葛优在她身后远远观望。山间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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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繁盛青翠欲滴，鸟巢的房间点缀其中。这是世外山庄，是秘密花园，是情人的爱巢，是誓约

的圣境。

地址：亚龙湾国家森林公内

房价：800－5000不等

提示：酒店位于山林之内，室外不准抽烟，室内虽有烟灰缸，但酒店不提供烟火。

鸟巢度假村客房介绍

集结地

房型说明：房间面积为25㎡ 露台面积4-5㎡，房间均为1.8×2M的大床。集结地为喜欢探险、露营

、自由的人士设计，设有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攀岩、越野装备及纪念品的商场。

老鹰区

房型说明：房间面积为57㎡， 阳台面积为20㎡，泡池1.76㎡×H0.65M。老鹰区设在鸟巢西区，共

有21间房间，房间三面环窗，躺在床上就可观赏到广阔海景、草木青葱，有种归隐山林的氛围；

躺在阳台的泡池内，充分享受林间日光浴，聆听林间鸟虫鸣叫，热带植物环绕四周，营造出自然

宁静、独立、私密的环境。

大雁区

房型说明：房间面积为72㎡，每栋房间带后花园并带泡池3.3㎡×H0.58M；大雁区设在鸟巢东区，

共有33间房间，该区域房间景色不同于其他房型，不仅可观赏到青山绿树，还可以看到海棠湾及

蜈支洲岛。

孔雀区

房型说明：房间面积为46㎡，露台面积15㎡，带有泡池3.5㎡×H0.65M。孔雀区设在鸟巢东区，共

有38间圆型房间独特的圆型房间设计，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到山景和海景，宽敞的露台面向大海，

配有扶手椅和床，在休息的同时还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喜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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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说明：房间面积为69㎡，附独立休闲亭，仿古陶瓷浴缸泡池；喜鹊区设在鸟巢东区，共有9间

大床房，各种房型均可从不同角度欣赏到森林公园的美丽山景，独特的室内装饰设计，在通向按

摩房的两侧，装有玻璃天花允许自然光射进房间，确保人间自然光的吸收，营造出自然氛围。

白鹭区

房型说明：92㎡，内设室内游泳池25.5㎡×H1.27M；白鹭区设在鸟巢东区，各种房型均可从不同

角度欣赏到远处的山景，并设有独立拥有26㎡左右的宽敞泳池。

丹顶鹤区

房型说明：房间为2房(1大1双)2厅1吧2卫1泳2平台，室内134㎡、外平台44㎡、泳池31㎡×H

1.4M；独立的房间，浴室和起居室；适合懂得享受生活的夫妇蜜月及小型家庭使用。

鸟巢度假村餐厅

海阔天空泰餐厅

位于人间天堂鸟巢度假村东区，提供精美泰式菜肴、东南亚饮食、中餐零点及粤菜。

特色：开放式门窗可以呼吸来自大海，森林的天然氧气，远眺海水连天，观日出日落，夜晚山脚

下亚龙湾星级酒店灯火通明，景色优美。

营业时间：午餐11：30—14：30 晚餐17：30—22：00

飞龙岭西餐厅

位于人间天堂鸟巢度假村东区，海阔天空泰餐厅东侧，提供各式精品西餐菜肴。

特色：开放式餐厅可以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欣赏开阔的美景。

营业时间：07：00-23：00

集结地篝火吧

位于人间天堂集结地，提供多种进口红酒、烈酒、白酒、香槟、汽酒、新鲜果汁、奶昔、西式点

心、小吃。

特色：配合集结地越野俱乐部活动；花式调酒，泳池服务。

                                               26 / 30



�������

亚龙湾攻略
营业时间：10：00-23：00

烟波亭索道清吧

位于逐鹿岭，人间天堂集结地外过江龙索道西入口处，提供各种饮品与简餐。

特色：风景独特，休闲纳凉的清静之处；凉亭外古树参天，168米索道直通鸟巢西区；索道可将亚

龙湾全景尽收眼底。

营业时间：08：30-18：30

鸟巢西区接待吧

位于人间天堂鸟巢度假村鸟巢西区接待大厅，接待吧与烟波亭遥相对应，通过168米长的索道相连

自然的海风、山风吹来，清爽宜人。

特色：接待吧与烟波亭遥相对应，通过168米长的索道相连；自然的海风、山风吹来，清爽宜人；

四周绿树成荫，蝴蝶飞舞，如若置身世外，体验不同寻常的度假感觉。

营业时间：07：00—23：00

   

2、其它

亚龙湾距离三亚市区以东约30公里，距离市区和机场最远，基本上全是5-4星的高档酒店酒店和度

假村。这些酒店风格各异，基本上代表了三亚酒店的最高水平。“2008中国百佳酒店”评选(包括

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三亚有7酒店入选，其中竟有6家集中在亚龙湾。

亚龙湾集中了最豪华的多家酒店，多拥有私家沙滩，但仍有一 线海景和二线海景的差别。

一 线：三大酒店（万豪、希尔顿、喜来登）、香格里拉、红树林、天域、假日都 建在沙滩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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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海景酒店。价格也较其他二线酒店更上一层楼，门市价2500元左右。其中三大酒店最贴西最

靠里，比邻而建，为从亚龙湾到市区的酒店巴士 中转站，携程的巴士也在那里接运上下客，从东

边的酒店打的至此约10元。天域靠近中心广场、贝壳馆，在交通枢纽上。

二线：金棕榈、环球、仙人掌、天鸿、海底世界与沙滩隔着一条马路，为二线海景，也拥有私家

沙滩，但需走出酒店，穿过马路。酒店多集中在东 部，围绕中心广场而建，房价略低。海底世界

集景点和酒店为一体；致远酒店是亚龙湾中最便宜的，但交通很不方便，离沙滩和中心枢纽均有

一段距离。

房型：酒店房型多种多样，以仙人掌为例，分山景、园景（内院花园）、池景（喷泉游泳池）、

花园池景（游泳池边底层花园内）、海景房等 多种，价格依次抬升。最诱人的无疑是海景房，但

价格往往令人望而怯步，可综合考虑需要选择。

餐饮娱乐：酒 店内多有自助晚餐和单点，以及大堂酒吧，房价多含早餐，但价格较贵，自助晚餐

在百元左右，中心广场周边也无其他小吃店。也可以到市区内享用晚餐，看好班车 时刻表后，到

中心广场待车，车送至大东海的银泰，再从银泰打车或坐公交前往市区。返回也有时刻表，同样

在银泰上车。

亚龙湾晚上的沙滩非常安静，几乎没有灯火和游人，不及大东海热闹，娱乐都在酒店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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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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